
以通過率分析會考趨勢
會考題型分析
探究如何結合會考

以通過率分析會考趨勢
會考題型分析
探究如何結合會考

ZXCV

考探究？

怎麼考？

如何加強?

ZX好會考系列

96241027-30

快 搜

或 掃 code 下 載

    期 刊 大 師



 翰林第一冊第 116、117頁

生物篇

25

目 錄

學校如何利用教育會考試題分析改善教學品質   p.1

國中會考自然科趨勢說明   p.7

會考如何評量出探究能力   p.18

生物篇



1

〉　一、前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臺師大心測中心）在每一年的教育會考成績

公佈後，都會提供給各個學校教育會考成績及作答分析，提供的檔案有各科分項能力通過率分析、各科試題

通過率分析、學生成績報告等三類。

其中「各科試題通過率分析」為一份 Excel檔案，內容列出各試題的分項能力、評量目標、選擇各選項

的人數比例、全國通過率、縣市通過率、學校通過率等資料，呈現方式如下表。（因版面有限，刪除各選項

人數比例欄位。）

代號 分項能力內容

A 能知道科學知識

B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舉例

C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解釋或預測

D 能應用科學知識

E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判斷

欄位中的分項能力係指學生是否具備有自然科能力，共區分為五個層次，列表如下：

根據臺師大心測中心的試題說明，學生能答對高層次分項能力的命題，則在自然科取得精熟成績表現的機

率較高。

筆者以上述「各科試題通過率分析」一檔案，分析敝校 109、110年教育會考學生作答情形，嘗試找出

學生學習歷程中較弱的一環，及找出教學上可行的改善策略。

學校如何利用教育會考試題分析
改善教學品質

屏東縣立長治國中 尤志長老師

題序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縣市通過率 貴校通過率

01
能知道

科學知識

能知道使用上皿天平的注意

事項及對應原因
0.81 0.74 0.73

（以 110年會考自然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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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與全國差距最大的題目　

筆者將本校通過率與全國通過率做一比較，依兩者落差差距排序，得出以下兩個年度落後全國最多的 5

道生物範圍題目。

略觀這些題目，分項能力等級落在 A∼ C的層次，是一般學生能力可及的題目，但敝校學生卻遠落後於

全國約 15％，差距甚大。因此筆者試圖分析這幾道題目，期望能看出學生的弱項，也看出教師在教材教法上

的盲點，以求改善。

逐一細看這些題目，分析這些題目的命題範圍、命題方向，結果如下：

1基因型與表現型的關係

109年第 33題及 110年第 19題都是遺傳單元的題目，內容均提及基因型、表現型，學生必須熟稔基因

組合如何表現，才能順利求解。110年第 19題較為簡易，學生僅需要掌握深色蛾與淺色蛾的基因組合，搭配

圖表與選項判斷即可。但是，109年第 33題的解題歷程就需要畫出家族譜，再假設基因型，並分析每一人物

的基因組合，實際上並不容易。題目如下：

題序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學校通過率 差距

41 C 能了解酵素的主要成分 0.41 0.23 -0.18

03 C 能了解消化作用及澱粉的組成 0.78 0.61 -0.17

28 C 能了解食物鏈與能量塔間的關係 0.60 0.45 -0.15

33 E 能應用遺傳法則分析家族遺傳情況 0.43 0.28 -0.15

16 E 能應用達爾文天擇說於日常生活 0.69 0.54 -0.15

▼ 109年度教育會考部分（為便於閱讀，將分項能力一欄以代號表示。）

題序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學校通過率 差距

19 C 能推論斑點蛾族群的基因型比例 0.64 0.43 -0.21

25 A 能應用解剖顯微鏡 0.58 0.44 -0.14

06 A 能了解植物的生殖構造 0.73 0.60 -0.13

36 C 能推論生物間的關係 0.52 0.39 -0.13

▼ 110年度教育會考部分

會考趨勢會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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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題敝校學生的通過率僅 28％，110年第 19題也僅 43％，顯見學生在遺傳單元的學習成效較差，教師

未來在這一單元需要留意。

109年會考自然科第 33題8
請翻頁繼續作答

30. 圖(二十一)為某一種化學品的危險警示圖，根據危害程度低至高標示數值，

數值範圍為0～4，並以符號標示特殊危害性。

圖(二十一)的化學品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鈉  
(B)乙醇    
(C)硝酸鉀  
(D)二氧化錳

31. 部分的肉類加工食品含有硝酸鹽(為含有 NO3

 
的化合物)，硝酸鹽會「反應」產生

亞硝酸鹽(為含有NO2
 的化合物)，皆可抑制肉毒桿菌生長，但應避免過量食用這

類食品。在上述「反應」中，硝酸鹽扮演何種角色，以及進行何種反應？

(A)還原劑，還原反應

(B)還原劑，氧化反應

(C)氧化劑，還原反應

(D)氧化劑，氧化反應

32. 表(五)列出三種離子的中子數、電子數和質子數，且分別以不同的球表示中子、

電子和質子(未依照此順序排列)。已知這三種離子中有兩個為正離子，一個為

負離子，則表中負離子的電子數應為多少？ 
(A) 10
(B) 12
(C) 17
(D) 18

33. 能否捲舌是由一對位於體染色體的等位基因所控制。若一位孩子及其父母與

祖父母(孩子父親的父母)皆能捲舌，但父親的兄弟姊妹皆不能捲舌，則在不考慮

突變的情況下，下列敘述何者最合理？

(A)孩子的父母捲舌基因型必相同

(B)孩子的父母捲舌表現型必相異

(C)孩子的祖父母捲舌基因型必相同

(D)孩子的祖父母捲舌表現型必相異

圖(二十一)

表(五)

2抗藥性的迷思概念

109 年第 16 題及 110 年第 49 題的內容均為抗藥性產生的機制，這一點是許多學生常有誤解的迷思

概念，可知教育會考在生物部分，仍會針對學生的迷思概念來命題，教師在教學上也需要以經驗來提醒

學生這些易犯錯誤的教材。

110 年會考自然科第 49 題

12
請翻頁繼續作答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6～47題

46. 根據本文，「柔珠」屬於下列何種物質？

(A)天然聚合物 (B)合成聚合物 (C)碳水化合物 (D)無機化合物

47. 下列物質(單個)的粒子大小比較，何者正確？

(A)碳原子＜乙烯＜柔珠 (B)柔珠＜碳原子＜乙烯

(C)乙烯＜柔珠＜碳原子 (D)乙烯＜碳原子＜柔珠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8～49題

48. 根據此表分析，下列何種結論最合理？

(A) X牌殺蟲劑撲殺甲蚊的效果較乙蚊好

(B) Y牌殺蟲劑撲殺甲蚊的效果較乙蚊好

(C)若要撲殺甲蚊，選擇X牌殺蟲劑較Y牌殺蟲劑有效

(D)若要撲殺乙蚊，選擇Y牌殺蟲劑較X牌殺蟲劑有效

49. 依天擇說解釋這些蚊子得以存活的理由，下列何者最合理？

(A)殺蟲劑會促使少數蚊子突變為不同的物種

(B)殺蟲劑刺激蚊子，導致少數蚊子本身產生了抵抗力

(C)蚊子族群中有個體的變異，因此少數蚊子原本就具有抵抗力

(D)少數蚊子因沒有接觸到殺蟲劑，得以產生具有抵抗力的子代

　　市面上多款強調去角質、深層清潔的柔珠洗面乳，內含的「柔珠」就是塑

膠微粒。這些微粒的主要材質是聚乙烯，顆粒直徑大小為0.01 mm～1.0 mm，使

用後會經由汙水處理系統進入河川與海洋。

　　國際期刊文獻提及，這些塑膠微粒會吸附數種有機汙染物，且可能在海洋

中經由浮游生物的攝食，進入食物鏈而危及生態，因此許多地區開始立法禁用

塑膠微粒。

小榮為了研究X牌、Y牌殺蟲劑對不同種類蚊子存活數量的影響。他先

把甲、乙兩種蚊子都分成兩組，並放置在四個相同的封閉環境中，每種蚊子

分別噴灑X牌或Y牌殺蟲劑，之後記錄存活蚊子的數量，存活的這些蚊子還會

再繁殖，因此每隔一個月都重新噴灑一次殺蟲劑並記錄，三次的實驗結果如

表(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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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頁繼續作答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6～47題

46. 根據本文，「柔珠」屬於下列何種物質？

(A)天然聚合物 (B)合成聚合物 (C)碳水化合物 (D)無機化合物

47. 下列物質(單個)的粒子大小比較，何者正確？

(A)碳原子＜乙烯＜柔珠 (B)柔珠＜碳原子＜乙烯

(C)乙烯＜柔珠＜碳原子 (D)乙烯＜碳原子＜柔珠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8～49題

48. 根據此表分析，下列何種結論最合理？

(A) X牌殺蟲劑撲殺甲蚊的效果較乙蚊好

(B) Y牌殺蟲劑撲殺甲蚊的效果較乙蚊好

(C)若要撲殺甲蚊，選擇X牌殺蟲劑較Y牌殺蟲劑有效

(D)若要撲殺乙蚊，選擇Y牌殺蟲劑較X牌殺蟲劑有效

49. 依天擇說解釋這些蚊子得以存活的理由，下列何者最合理？

(A)殺蟲劑會促使少數蚊子突變為不同的物種

(B)殺蟲劑刺激蚊子，導致少數蚊子本身產生了抵抗力

(C)蚊子族群中有個體的變異，因此少數蚊子原本就具有抵抗力

(D)少數蚊子因沒有接觸到殺蟲劑，得以產生具有抵抗力的子代

　　市面上多款強調去角質、深層清潔的柔珠洗面乳，內含的「柔珠」就是塑

膠微粒。這些微粒的主要材質是聚乙烯，顆粒直徑大小為0.01 mm～1.0 mm，使

用後會經由汙水處理系統進入河川與海洋。

　　國際期刊文獻提及，這些塑膠微粒會吸附數種有機汙染物，且可能在海洋

中經由浮游生物的攝食，進入食物鏈而危及生態，因此許多地區開始立法禁用

塑膠微粒。

小榮為了研究X牌、Y牌殺蟲劑對不同種類蚊子存活數量的影響。他先

把甲、乙兩種蚊子都分成兩組，並放置在四個相同的封閉環境中，每種蚊子

分別噴灑X牌或Y牌殺蟲劑，之後記錄存活蚊子的數量，存活的這些蚊子還會

再繁殖，因此每隔一個月都重新噴灑一次殺蟲劑並記錄，三次的實驗結果如

表(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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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會考自然科第 3題

1

1. 牛背鷺為一種鳥類，常飛至牛的背上，靠食用牛身上的寄生蟲與草地中的昆蟲

維生。根據上述提及生物的交互關係，下列推論何者最合理？

(A)牛背鷺與牛為共生關係

(B)牛背鷺與寄生蟲為共生關係

(C)寄生蟲主要寄生於牛背鷺與牛身上

(D)寄生蟲與牛背鷺競爭牛身上的食物

2. 如圖(一)所示，美美想把燒杯中的液體倒入滴定管中，她

搭配下列哪一項器材來使用，最適合且最能避免在傾倒

液體時灑出？

(A)                  (B)                    (C)                   (D)

3. 澱粉在人體內經某種生理作用後可產生多個小分子 X，如圖(二)所示。有關此

生理作用及小分子 X 的名稱，下列何者最合理？

(A)消化作用，葡萄糖

(B)消化作用，胺基酸

(C)呼吸作用，葡萄糖 
(D)呼吸作用，胺基酸

4. 小喬找到有關「小白鷺、中白鷺、大白鷺」的資料，並整理如表(一)所示。根據

此表，成年的小白鷺學名應為下列何者？

(A) Ardea alba
(B) Egretta alba
(C) Egretta garzetta
(D) Egretta intermedia

5. 圖(三)為植物體內物質運輸示意圖，圖(四)為葉片氣孔狀態示意圖。白天植物進

行旺盛的蒸散作用時，有關體內水分運輸方向(甲或乙)及葉片氣孔狀態(丙或丁)，
下列組合何者正確？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圖(一)

表(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4從圖表擷取資訊的能力

相較於理化，生物範圍的學科知識較少需要學生抽象思考的能力，即使有，也多能以圖畫的方式具體化，

因此，考題的變化度相對理化來得少。不過，這兩年的題目卻有許多需要學生「能從圖表擷取資訊」的能力，

試題相對靈活。如下題：

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36題

9

35. 圖(十七)為物質的三態變化示意圖，甲、乙和丙分別表示三種

不同狀態，箭頭表示進行放熱反應的方向。甲、乙和丙三種狀

態應為下列何者？

(A)甲為氣態，乙為固態，丙為液態

(B)甲為氣態，乙為液態，丙為固態

(C)甲為固態，乙為氣態，丙為液態

(D)甲為固態，乙為液態，丙為氣態

36. 圖(十八)為某生態系的食物網，關於此食物網內生物間的

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最合理？

(A)甲和乙會競爭食物

(B)丙的數量增加，有利於丁生存

(C)己的數量減少，不利於丙生存

(D)戊和庚同時為捕食和競爭關係

37. 在一大氣壓的環境下，靜置於水平桌面的兩裝置

如圖(十九)所示。圖中P、R兩點位於玻璃管內的

液面，Q、S兩點位於玻璃管外容器內的液面，其

中哪兩個點的氣壓為一大氣壓？

(A) P、Q (B) R、S
(C) P、R (D) Q、S

38. 圖(二十)為東亞地區的地面天氣簡圖，此時臺灣正

受到鋒面影響。有關此時甲、乙天氣系統在地面

天氣圖上的符號標示與其代表氣團的空氣性質組

合，下列何者正確？

(A)甲應標示H，屬於暖氣團

(B)甲應標示 L，屬於冷氣團

(C)乙應標示H，屬於暖氣團

(D)乙應標示L，屬於冷氣團

39. 將小球固定在細繩的一端，阿峰手持細繩的另一端，施

力使小球在水平面上作等速率圓周運動，手的位置保持

不動。已知小球每秒旋轉 2 圈，且當時間t＝0 s時小球

位於手的正東方，其俯視圖如圖(二十一)所示，在時間

t＝3 s時，小球的速度方向為下列何者？

(A)正東方 (B)正西方
(C)正南方 (D)正北方

圖(十七)

圖(十八)

P

Q

76 cm

R

S

76 cm

圖(十九)

圖(二十)

圖(二十一)

學生解題必須從食物網圖中，先瞭解甲、乙是生產者，再判斷各生物的食性關係、競爭關係，才能選出

最合理的答案。

110 年會考自然科第 25 題6
請翻頁繼續作答

22. 下列為探討製造氧氣的實驗，實驗步驟如下：

一、將胡蘿蔔磨成泥狀後，取20公克放入錐形瓶中，並在

　　瓶內裝入足以淹沒胡蘿蔔的水。

二、將上述錐形瓶與薊頭漏斗、橡皮軟管等器材組裝成排水

　　集氣裝置，如圖(九)所示。

三、將5%的雙氧水50 mL倒入薊頭漏斗中，並記錄反應開始

　　5分鐘內所收集到氣體的體積。

四、將步驟一胡蘿蔔的處理方式分別改切成丁塊、片狀、絲狀，以及刨成薄片，

　　並重複進行上述各步驟實驗。實驗結果如表(五)所示：

依據實驗內容與結果，可以說明下列何者？

(A)本實驗是在探討胡蘿蔔接觸面積與反應速率的關係

(B)本實驗是在探討胡蘿蔔濃度與產生氧氣體積多寡的關係

(C)若改變步驟一中所加入水量的多寡，並不會影響表中的實驗數值

(D)胡蘿蔔為本實驗的反應物，且接觸面積越大，氧氣的最終總產量越多

23. 柴油引擎排放的廢氣含有較多的氮氧化物(NOX)，若能加入氨氣與柴油引擎產生

的氮氧化物反應，則可減少排放廢氣造成的空氣汙染。氨氣與氮氧化物的反應

中，速率最快的反應為：

 NO + NO2 + 2 NH3 　　　 2 N2 + 3 H2O  
已知柴油引擎排放的廢氣中，NO所占比例約為NO2的9倍。若欲藉由上述反應

消耗大部分的氮氧化物，需使用觸媒轉化器調整反應前氮氧化物的比例，下列

何種觸媒轉化器的設計最合理？

(A)將NO2氧化成NO，以提高NO的比例

(B)將NO2還原成NO，以提高NO的比例

(C)將NO氧化成NO2，以提高NO2的比例

(D)將NO還原成NO2，以提高NO2的比例

24. 表(六)為甲、乙兩款市售省電燈泡所使用的電壓與電

功率。若兩燈泡正常使用100小時，甲、乙燈泡所消

耗的電能為X
甲
度、X

乙
度，則下列關係式何者正確？

(A) X
甲
＝X

乙
 (B) X

甲
＝2X

乙

(C) X
甲
＝4X

乙
 (D) 2X

甲
＝X

乙

25. 小宏利用解剖顯微鏡觀察蝴蝶幼蟲的細部構造，在觀察時，載物板上的幼蟲

不斷地往右上角移動，則在視野下觀察到幼蟲的移動方向應為下列何者？

(A)往右上角移動  (B)往右下角移動

(C)往左上角移動  (D)往左下角移動

(mL) 395 48 63 328 180

表(五)

圖(九)

(V)

(W)

110

23

220

23

表(六)

3顯微鏡的操作

110年第 25題考解剖顯微鏡的影像，比較蝴蝶幼蟲的實際移動與影像移動的情形，109年也考一題複式

顯微鏡影像題，就教師而言，這是一道送分題，但是學生若無實際操作的經驗，僅強記口訣或知識，很容易

因為題目敘述的方式改變，就錯失得分的機會。

會考趨勢會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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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會考自然科第 28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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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已知 25°C 時 0.001 莫耳的氫氣和氧氣體積均約為 24.5 mL。小捷在 25°C 的環境下

進行電解水實驗，實驗前裝置如圖(十八)所示。反應一段時間後，兩管分別收集

到 X 氣體 4.9 mL 和 Y 氣體，關於 Y 氣體的名稱與體積，下列推論何者正確？

(A)若 Y 氣體為氫氣，體積約為 4.9 mL
(B)若 Y 氣體為氫氣，體積約為 9.8 mL 
(C)若 Y 氣體為氧氣，體積約為 4.9 mL
(D)若 Y 氣體為氧氣，體積約為 9.8 mL

27. 取一質量 10 kg 材質均勻的合金，將其分成兩塊，其中一塊製成一個邊長為 
10 cm 的實心正立方體，另一塊製成一個質量為 2 kg 的實心球，則此實心球的

體積應為多少？

(A) 200 cm3  (B) 250 cm3

(C) 4000 cm3  (D) 5000 cm3

28. 表(四)為某一地區中數種動物及其主要的食物來源，若以能量傳遞的過程判斷，

則下列哪一動物族群所含的總能量最少？ 
(A)蛇      
(B)蚱蜢

(C)蜘蛛      
(D)蜥蜴

29. 志興家和車站位於同一條筆直的馬路上，這條路上有書局、銀行、便利商店、

醫院，其距離關係如圖(十九)所示。若圖(二十)為志興由家門前出發走直線到車

站的速率 (v) 和時間 (t) 關係圖，他在 t＝0 s 時出發，t＝500 s 時到達車站，且過

程中不回頭走重覆路線，則志興家的位置最可能坐落於何處？

(A)車站與書局之間  (B)書局與銀行之間

(C)銀行與便利商店之間 (D)便利商店與醫院之間

圖(十八)

表(四)

圖(十九)

24h24h

圖(二十)

)

此題需要學生先從題目中的線索「能量傳遞」、「族群所含總能量最少」，想到最高級消費者，再從表

格中擷取資訊，畫出食物鏈「植物→蚱蜢→蜘蛛→蜥蜴→蛇」，如此就能快速判斷正解。

109年第 3題，學生需從圖 (二 )中看出「澱粉發生分解作用」，再根據「澱粉分解，會得到葡萄糖」，

就能選出正解。

以上二道題目的特色，是附圖幾乎直接取材自課本，學生只需要有看圖說故事的能力，是容易得分的題

目。但是也有一些題目，圖表均是首次或不常出現在一般試題中，學生作答時，就非常需要靈活、快速的反

應力。下面舉二個題目為例。

109年會考自然科第 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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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由相同材質組成的甲、乙兩物體，兩者均為固態，分別以相同的穩定熱源均勻

加熱，其質量、上升溫度與加熱所需的時間如表(三)所示。若甲、乙兩物體在

加熱過程中，溫度均未達到熔點，熱源所提供的熱量均被兩者完全吸收，則表

中的 X 應為多少？

(A) 60
(B) 120
(C) 180
(D) 360

19. 斑點蛾的翅膀顏色由一對等位基因所控

制，深色為顯性(B)，淺色為隱性(b)。
圖(八)為某地區在甲、乙、丙和丁時期

深色蛾和淺色蛾所占的比例。若每個

時期皆有三種基因型的斑點蛾，則在

各個時期此三種基因型斑點蛾的數量

關係，下列推論何者最合理？

(A)甲：BB＋Bb＞bb
(B)乙：BB＋Bb＝bb
(C)丙：BB＝Bb＝bb
(D)丁：BB＜Bb＝bb

20. 流星雨是流星在短時間內較密集出現的天文現象，觀測時通常會選擇視野開

闊且黑暗無光害的地點，因此除了避開路燈、建築物燈光等人為光害，也會

盡量避開月光等天然光害，以提高觀測的成功率及可觀測的時間。小靜查詢

數個流星雨的資料，其各自可能出現流星數量最多的日期如表(四)。根據表(四)
判斷，選擇觀測哪一場流星雨其受到天然光害的影響最小？

(A)牧夫座流星雨

(B)御夫座流星雨

(C)天龍座流星雨

(D)雙子座流星雨

21. 下列分別為阿牧和小菲兩人將鋰、氦、氬、鉀、鈉和氖共六種元素分類的說明：

阿牧：依照常溫常壓下元素是否為固態進行分類。

小菲：依照是否會和水反應並冒泡進行分類。

兩人最終都是將鋰、鉀和鈉分成一類，氦、氬和氖分成另一類。關於兩人分類

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兩人都是依物理性質分類 (B)兩人都是依化學性質分類

(C)只有阿牧是依化學性質分類 (D)只有小菲是依化學性質分類

(g) (s)(°C)

100

300

20

10

120

X

表(三)

100

80

60(    ) 40

20

0

%

圖(八)

6 27 5 16

9 1 7 23

10 9 9 2

12 14 11 9

表(四)

這一題的重點是學生要先能聯想淺色蛾、深色蛾的基因型，深色蛾為 BB及 Bb，淺色蛾為 bb，再從條

狀圖中判讀比例大小關係，再選出合理的敘述，考驗學生識圖的能力。

〉　三、解決策略　

綜合以上部分題目的分析，筆者對於改善教學的策略有初步的解決策略，分享如下：

生物篇生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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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驗應做好做滿

實驗操作能幫助學生建立感官的體

驗，進而將抽象的知識變成實際的感受，

例如複式顯微鏡與解剖顯微鏡的操作，課

本內有繁雜的操作步驟與影像方向的敘

述，學生在實際操作後的體驗，往往能將

難懂的文字敘述變成理所當然的身體記

憶，對於解題有相當大的幫助。

2多練習有圖、有表的題目

從圖表中擷取所需的資訊是一種重要

的科學能力，因此 109、110年的自然科

會考題目中，也以各種題材來測驗學生，

相信未來的比例會更高。教師可以多找一

些有圖、有表的題目給學生練習，以翰林

版第一冊活動記錄簿第 41頁的習題為例：

題目中有大量的文字和表格，學生可

以練習快速地擷取有用的資訊，配合所學

的知識，得到合適的答案。

〉　四、結語　

新課綱全面上路後，教育會考的命題方向也有所不同，為了提升學生的表現，筆者試圖從試題通過率分

析來探討學生學習的弱點與教師教學上的盲點，並提出一些策略，盼也能給自己，也給讀者一些收穫。

109年會考自然科第 4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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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製作麵包的過程中，可添加澱粉酶、脂肪酶和蛋白酶等酵素，表(六)為甲～丁

四位同學對於三種酵素主成分的說明，哪一位同學的說明最合理？

(A)甲 (B)乙 (C)丙 (D)丁

42. 小華從凸透鏡與凹透鏡中任意選擇一個透鏡，利用選擇的透鏡進行透鏡成像實

驗，將蠟燭放在距離透鏡左側 6 cm 處，如圖(三十)所示，他無論如何調整紙屏

的位置，都無法清晰成像於紙屏上，改以眼睛由紙屏端經透鏡望向蠟燭，觀察

到正立縮小的蠟燭像。若仍使用此透鏡，且將蠟燭移動至距離透鏡左側 13 cm 
處，則此時所觀察到的蠟燭像其性質應屬於下列何者？

(A)正立縮小的像

(B)正立放大的像

(C)倒立縮小的像

(D)倒立放大的像

43. 已知人體代謝甲物質後所產生的含氮廢物，會運送至乙器官中轉換成尿素。根

據上述，關於甲和乙的配對，下列何者正確？

(A)甲：脂質，乙：腎臟 (B)甲：脂質，乙：肝臟

(C)甲：蛋白質，乙：腎臟 (D)甲：蛋白質，乙：肝臟

44. 鎂離子為海水中含量第二多的金屬離子，從海水中提取鎂離子為工業上製造鎂

的方法之一。其步驟如下：

步驟一：在濃縮的海水中加入氫氧化鈉，會產生氫氧化鎂而沉澱析出。

                  Mg2+ + 2 NaOH  2 Na+ + Mg(OH)2

步驟二：之後再加入鹽酸，經處理後可得到固態的氯化鎂。

                  Mg(OH)2 + 2 HCl  MgCl2 + 2 H2O
步驟三：電解熔融狀態的氯化鎂即可得到鎂。

                  MgCl2    Mg + Cl2

依據上述方法，在某次製鎂的反應後，共產生鎂 960 公克，則該次製鎂反應

中，理論上會消耗重量百分濃度為 80% 的鹽酸共多少公克？(鎂的原子量為 24，
氯化氫的分子量為 36.5)
(A) 1825 (B) 2400 (C) 2920 (D) 3650

表(六)

圖(三十)

教師在教學上，或許可以先講解，再透過精熟練習來減少學生因迷思概念而產生的錯誤，以提升這一類型

題目的通過率。

3加強學生常有的迷思概念或錯誤概念

教育會考的生物題目，仍反覆針對學生常有的迷思概念或常犯錯誤為材料來命題，如前述 109年第 16

題及 110年第 49題的抗藥性發生原理，又如下列 109年第 43題，關於含氮廢物的代謝過程，全國通過率僅

37％，敝校通過率為 27％，實在令人覺得惋惜。

　　小宇在學校上自然課時，學習到設計實驗應注意的事項有下列幾點：

1進行實驗時，通常會設計實驗組和對照組。

2實驗組是主要的實驗觀察對象，對照組則是與實驗組作為比較的對象。

3 設計實驗步驟時，必須考慮到各種可能會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這些因素稱為變

因，可分為下列幾種：

　　由於小宇常看到媽媽使用水果皮自製清潔劑，當他發現襯衫上滴到醬油的汙漬

時，便準備了下表中的水果皮與其汁液，想進行實驗了解各種水果皮及水果皮汁的

去汙效果。

（     ）3 若想比較使用水果皮直接擦拭的去汙效果較好？還是滴水果皮汁後搓揉

的去汙效果較好？他可以選用下列何種組合，以符合實驗組與對照組的

原則？ 
A實驗組A、對照組E
B實驗組A、對照組D
C實驗組C、對照組E
D實驗組B、對照組F

4 若小宇另外設計實驗，想知道用檸檬皮去除有口紅汙漬的棉布，棉布先泡過

溫水45℃與常溫20℃的溫度，是否對去汙能力有影響？請問：「水果皮種類、
汙漬種類與水的溫度」三者因素中，控制變因與操作變因分別為何者？

答： 控制變因： 

 操作變因：  
  

請在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3～4題

變因 說明

控制變因 實驗組和對照組相同的因素

操作變因 實驗組和對照組不同的單一因素

應變變因 實驗後要測量或比較的項目

水果皮種類 重  量

A.橘子皮 100公克

B.檸檬皮 100公克

C.柚子皮 100公克

溶  液 體  積

D.橘子皮汁 10mL

E.檸檬皮汁 10mL

F.柚子皮汁 10mL

汙漬種類

醬油漬

口紅漬

咖啡漬

B

水的溫度

水果皮種類、汙漬種類

3 選用的果皮與汁液，應為相同的種類。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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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從事國中自然科教學已達二十餘年，從過往的基測到現今的會考，歷經國編本、九年一貫、十二年

國教，對於自然科考題具有一定的熟悉度，以下針對出題題數分布、會考近年特色、概念多重表徵、教學與

學習建議等四大方向進行分享。

〉　一、題數分布　

歷屆自然科基測約 56~58題，自然科會考約 54題，其中生物科約佔 1/4、理化科約占 1/2(其中物理、

化學題數相當 )、地球科學約 1/4。近年來跨科別的題組與題目約 3~4題，從分科的概念檢測中開始發展跨科

別的概念整合。

〉　二、會考近年特色　

筆者將近年基測與會考的特色與趨勢以五大面向進行說明，依序為科學方法應用、實驗改編入題、素養

情境出題、圖表分析推論、文本閱讀理解。

國中會考自然科趨勢說明

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小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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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學方法應用

打開自然課本的開始就是介紹實驗室以及科學探究方法。近年來科學探究方法由傳統的定義判斷，逐漸

變化成為應用型的解題，學習者須能夠根據實驗組、對照組的設計找出控制變因、操作變因、應變變因的不

同變因向度，同時根據實驗結果做出相關的可能結論，屬於較高層次的應用題型，以下以 110年會考自然科

第 7題作為說明。

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7題

仿照科學家的實務工作進行情境包裝。

能判斷出檢測結

果於應變變因。

能知道對照組

與控制組之間

大都只能一個

變因不同，較

容易進行比較。

根據研究設計與結果進行現象判斷、可能成因、

能了解結果與實驗設計的關係。

會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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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方法的理解與使用，已經成為會考的趨勢，在翰林自然科學第一冊 1-2探究自然的科學方法中有詳

細的介紹，以生活中常見的黑黴菌做引入，使學習者更容易理解科學方法。

 翰林版第一冊 1-2探究自然的科學方法

不
支
持
假
說

支
持
假
說

 有系統的整理紀錄、製作
圖表，並分析結果，驗證

假說

設計與進行實驗

 查詢相關資料以提出
各種可能

參考文獻資料

分析實驗結果

根據實驗結果，提出結論

提出結論

針對問題提出可能的假說，假說

（Hypothesis）是對某一現象的可
能解釋，此解釋應該要合理，並且

能進行科學實驗加以驗證

形成假說

設計實驗

參考各種具可信度
的書籍和網路資
料，了解相關知識

設計與進行「水分和黴
菌的生長關係」實驗

整理紀錄發現有噴水的吐司麵包（實

驗組）較快長出黴菌，提出水分可以

促進黴菌生長的結論;如果要避免發

霉，最好讓食物保持乾燥

提出水分可以促進

黴菌生長的假說

實驗組

控制變因

應變變因

對照組

操作變
因

7

6

5

4

3
第 1 章　生命世界與科學方法 15

圖1-5 科學方法的流程

 觀察通常是科學方
法的第一步

 針對觀察到的現
象，提出問題

觀察

提出問題

5

10

探究自然的科學方法1-2

1  科學方法
生活中，我們會對一些自然現象產生好奇，麵包為什

麼會發霉？鳥類何以能在空中飛翔？颱風是如何形成的？

科學家針對各種疑問，會嘗試利用不同的方法尋求答案，

這些探究問題的方法，稱為科學方法。

除了進行研究，我們也可以用科學方法來解決日常生

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最常用的科學方法流程包括觀察、

提出問題、參考文獻資料、形成假說、設計與進行實驗、

分析實驗結果和提出結論等。讓我們以「水分和黴菌的生

長關係」為例，認識科學方法的流程（圖1-5）。

經由觀察，發現在
多雨的季節，物體
常有發霉的現象

心中可能產生疑
問：水分是否會影
響黴菌的生長呢？

400μm

1

2

14

以學習者的生活情境

為出發，結合學習者

的生活經驗進行科學

方法的介紹。

以表格比較法進行實

驗組與對照組之間的

實驗處理與結果差異。

5

2  實驗設計的重點
「水分和黴菌的生長關係」實驗中，有噴水的吐司是

主要觀察對象，稱為實驗組；未噴水的吐司與實驗組作為

比較之用，稱為對照組。設計實驗時，必須考慮到各種可

能會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稱為變因。

控制變因為實驗組和對照組相同的各種因素； 

操作變因為實驗組和對照組不同的單一因素；應變變因為

實驗後要測量或比較的項目（表1-1）。

實驗組 對照組

控制變因：

實驗組和對照組

都要相同的因素

吐司：大小、厚度……等

環境：溫度、光線、空氣流動情形……等

操作變因：           
實驗組和對照組

不同的單一因素

應變變因：

                         
實驗後要測量或

比較的項目

發霉程度低發霉程度高

■表1-1  「水分和黴菌的生長關係」的實驗變因設定

有噴水

變因
組別

沒噴水

變因是依據實驗的目的而定，所以「溫
度」在這個實驗中是控制變因，在別的
實驗中可能是操作變因囉？

水分

麵包發霉程度

16

生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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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改編入題

12年國教自然領綱明文規定自然課程須有 1/3以上的時數進行實驗或探究實作，近年來的考題也趨向於

實驗考題。惟跟傳統實驗考題不同，新式的實驗考題為學習者須了解實驗的過程、方法、目的、步驟的意義

等整合資訊，應用在新情境 /新實驗的解題，以下以 110年自然科會考第 11題為例。

此題改自課本植物葉片的蒸散作用（可參考本書末第 24頁）。在一般的實驗中為比較葉片的有無是否

會影響蒸散作用，並學習到蒸散作用、如何將量筒中的水量圖像化、觀察植物莖與葉中的水分運輸管道。但

是解這題題目需要整合以上概念應用到新的實驗設計中，屬於較為高層次的解題。

3

9. 以白光照射一張單色圖卡，圖卡反射紅光，吸收其他顏色的光。若改以藍光照射

此圖卡，則關於此時圖卡上的色光吸收或反射情形，下列何者最有可能發生？

(A)吸收紅光  (B)吸收藍光

(C)反射綠光  (D)反射藍光

10. 下列為四本書的書名，每本書的書名分別顯示出所要介紹的內容，書中會列舉一

些植物詳細說明其特徵，則哪一本書最不可能以蘇鐵作為這些植物的主要例子？

(A)《花朵圖鑑》  (B)《種子的傳播》

(C)《毬果構造解析》 (D)《維管束植物簡介》

11. 小紀在某株植物上取了四個條件相同的枝條，分別標示為甲、乙、丙、丁，並

對枝條上的葉子進行以下處理(已知葉片塗上白膠處的氣孔無法進行蒸散作用)：
甲：不做任何處理             乙：只在葉片上表皮塗上白膠

丙：只在葉片下表皮塗上白膠  丁：在葉片上下表皮皆塗上白膠

之後將甲、乙、丙、丁分別插入水位高度相同的量筒中，再把量筒開口處以膜

封閉，如圖(三)所示。將四組實驗裝置給予相同條件的環境，一段時間後記錄

量筒內散失的水分量，實驗結果如圖(四)所示。根據此結果，下列關於此株植

物氣孔位置分布的推論，何者最合理？

(A)葉片上表皮無氣孔分布

(B)主要分布於葉片上表皮

(C)主要分布於葉片下表皮

(D)平均分布於葉片上下表皮

12. 圖(五)為地球地表附近乾燥空氣組成比例的圓餅圖。在一般

情況下，地表附近的空氣組成以甲、乙兩氣體為主。根據

此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被稱為固定氣體，乙則不是固定氣體

(B)乙被稱為固定氣體，甲則不是固定氣體

(C)甲為氬氣，在地表附近空氣中所占的比例隨地點有很大變化

(D)乙為氧氣，在地表附近空氣中所占的比例幾乎不隨地點改變

13. 小新專題研究的題目是「日常生活的食物　　油條」，他在報告中提到：

「部分業者使用碳酸氫銨(NH4HCO3)做為食品膨鬆劑，在高溫油炸的過程

中，碳酸氫銨會分解產生三種氣體，使緊實的麵糰迅速膨脹成膨鬆的油

條。」上述產生的三種氣體中，不可能含有下列何者？

(A)氨氣 
(B)氯化氫

(C)水蒸氣 
(D)二氧化碳

圖(三) 圖(四)

(78%)

(21%)

(1%)

圖(五)

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11題

相關實驗設計。

典型測試植物葉片

蒸散作用的裝置。

由實驗結果結合實驗設計，

推知氣孔的可能分布位置。

會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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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翰林自然科學第一冊課本中以圖示表徵來進行觀念統整，同時比較光合作用與植物的蒸散作用，並整

合兩者的關係，如下所示：

植物的營養器官： 　     、 　     、 　     　
植物的生殖器官： 　     、 　     、 　     

植物的 　         　 作用 植物的 　         　  作用

在葉片，大部分的水

變為水蒸氣由  　     　  
散失

維管束中的　       　，
由下往上輸送水分，為

　       　向運輸。

水分由植物的                  
進入植物體

葉綠素吸收  　     　  ，
將水分與二氧化碳轉換成          
　     　  、  　     　    和  
　     　   。

維管束中的　       　，將葉片製
造的養分，輸往其他需利用或儲

存的器官，可　       　向運輸。

試著填入植物的相關概念觀念統整

115第 4 章　生物體的運輸作用

 翰林版第一冊第 115頁

光合作用

核心概念

維管束運輸

核心概念

蒸散作用

核心概念

概念之間的統整

生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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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素養情境出題

素養導向的命題方式主要聚焦於題目須符合學習者的相關情境，這些情境可分為符合生活經驗的情境，

也可為科學家實務工作的情境等兩大類。解題的過程中讓學生可在試題所設定的情境中，與生活經驗或科學

家實務工作進行結合，更能體現解題的意義與價值。

此題組以學生生活經驗作為情境包裝，並以漫畫形式進行生活經驗情境的描述，例如快遲到了的奔

跑、上課實況、體育課、燙傷手臂等生活經驗進行情境連結，在科學教育的方法理論為錨式經驗 (Anchor 

experience)的設計，讓學生在情境中連結科學概念，讓學生知道所學的知識概念是真實在生活中發生的。

12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 55 ～ 56 題

	以下是小凱用插圖及文字描述某日上午所發生的事情及時間：

55. 圖(二十六)為人體中樞神經系統的構造示意圖。根據上列插圖的文字描述，

小凱中樞神經系統中的甲部位與當天下列哪一時間的活動之關係最密切？

(A) 8:00        
(B) 8:30
(C) 9:30
(D) 10:05

56. 圖(二十七)為人體內分泌系統的部分構造示意圖。根據上列圖文，造成小凱在

7:40 的反應之主要激素是來自下列哪一內分泌腺？

(A)甲				

(B)乙					

(C)丙					

(D)丁

圖(二十六)

圖(二十七)

100年基本學力測驗第二次第 55、56題

生活情境式的錨

式經驗設計，與

學生的生活經驗

符合。

考古題中常見的

腦部圖示。

考古題中常見的

人體內分泌系統

圖示。

會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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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圖表分析推論

試題不僅是文字的表徵，同時將概念圖像化也是基礎認知能力的運作，近年來自然考科圖表化的題目越

來越多，學習者必須了解圖形的趨勢、表格的意義，所以讀表識圖成為很重要的解題能力，同時也是高階的

認知能力展現。以下以 106年會考自然科第 47、48題為例說明。

此題包含了文字、情境、表格與圖形，需要透過圖表分析來進行推論。學習者需理解表格中不同組別的

設計，進而將不同處置的設計連結到圖形的結果，兩者產生有意義的連結後，進行結果與處置的關係推論。

11
請翻頁繼續作答

45.    在某一溫度下，有一杯重量百分濃度40%的檸檬酸水溶液150 g，再加入檸檬酸

65 g攪拌過濾，將濾紙烘乾並秤重後，發現有5 g檸檬酸未溶解。若過程中溶

液溫度均未改變，則在此溫度時檸檬酸的溶解度最接近下列何者？

(A) 45 g/100 g水  (B) 80 g/100 g水
(C) 91 g/100 g水  (D) 133 g/100 g水

46.    一電路裝置如圖(二十九)所示，接通電流後，甲、乙、丙

三個電阻器的耗電功率相等，且甲、乙、丙的電阻值分別

為R甲 、R乙 、R丙 ，若導線電阻忽略不計，則下列關係式

何者正確？

(A) R甲＋R乙＝R丙                   (B) R甲＋R乙＝4R丙

(C) R甲＝R乙＝R丙                   (D) R甲＝R乙＝4R丙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7～48題

47.    根據表(十)，小明欲探討「在未提供營養素X時，注射物質Y對大白鼠體重增

加量的影響」，則他應選取下列哪一組合的資料來分析？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48.    根據小明的摘要及圖表判斷，有關營養素X及物質Y在四週內會不會使大白鼠

的體重增加量超過100 gw的推論，下列何者最合理？

(A)營養素X及物質Y皆會 (B)營養素X及物質Y皆不會

(C)營養素X會；物質Y不會  (D)營養素X不會；物質Y會

以下是小明閱讀某篇研究報告後所作的摘要及圖表：

某研究員欲探討營養素X和物質Y對大白鼠體重增加量的影響，利用一群條

件相同的大白鼠，分成四組進行實驗。此研究員先測量各組大白鼠的原始重量，

各組別再依實驗設計進行不同的處理，如表(十)所示；之後每週都記錄各組大白

鼠的重量，再把各組每週所測得的重量和原始重量相減，即為各組的體重增加

量。各組大白鼠在實驗不同週數的體重增加量，如圖(三十)所示。

表(十)

圖(二十九)

圖(三十)

106年會考自然科第 47、48題

表格乘載資訊為不同

組的處理。

不同處置的組別

之結果變化。

情境包裝以類似科學

家的實務工作。

生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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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本閱讀理解

相較於傳統測驗而言，會考的特色為具有文本閱讀，以所學過的知識概念作為基礎，應用這些既定的知

識來解決新文本內的問題，學習者須能夠從文本閱讀中獲取與擷取訊息，與整合舊有的知識形成解題系統，

是一種較為高階的認知能力展現。此部分以 104年會考自然科第 47、48題為例說明。

11
請翻頁繼續作答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 47～48 題

47.  根據本文，關於茭白筍的敘述，下列何者最合理？

(A)茭白筍內增生的細胞是由減數分裂而來

(B)菰黑穗菌使菰草的生殖器官膨大成茭白筍

(C)農民繁殖的茭白筍植株之基因和親代完全相同

(D)農民繁殖茭白筍植株的方式可增加植株對環境變化的適應力

48.  茭白筍內出現的黑點如圖(二十九)所示。根據本文，黑點可能是由

下列何者所組成？

(A)種子                       (B)孢子       
(C)花粉                       (D)卵細胞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 49～50 題

49.  根據圖中判斷，從正常狀態到形成「無水氨」，最可能經過下列何種過程？

(A)吸熱的化學變化                                       (B)吸熱的物理變化

(C)放熱的化學變化                                       (D)放熱的物理變化

50.  根據文中所述，「無水氨」和硝酸根離子進行反應時的反應類型，依序為下列

何者？

(A)氧化反應；還原反應                              (B)氧化反應；氧化反應

(C)還原反應；還原反應                              (D)還原反應；氧化反應

圖(二十九)

圖(三十)

「菰草」是生長在水邊的一種開花植物，而「菰黑穗菌」則是一種真菌，

當菰草被菰黑穗菌感染時，會導致菰草的莖部因為細胞增生而膨大，形成我們

的食物——茭白筍。

受感染的植株無法正常開花結果，所以農民為了得到更多的茭白筍，會切

下許多此植株的嫩莖種植，使得菰黑穗菌隨之繼續在這些植株中生長，而太晚

被採收的茭白筍，其內部會出現許多黑點。

美國 德州一家化學肥料工廠發生大爆炸，

疑似因為原料「無水氨」儲存不當而造成。

如圖(三十)新聞畫面所示，「無水氨」在此

處指的是液態的氨氣，「無水氨」在高溫環

境下突然汽化而產生高壓，或是遇到強氧化

劑(例如含硝酸根離子 NO 3
  
的物質)，都可

能爆炸。

 104年會考自然科第 47、48題

菰草對於學生而言屬於新概念。

擷取重要資訊 ▲  利用嫩莖繁殖 ▲  應用已知概念無性繁殖。

擷取重點為「真菌」。

會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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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多重表徵─「再」表徵　

如果各位老師和學習者做過歷屆考題，一定有這一題好像做過、這圖好像看過的既視感。沒錯，如果我

們去分析歷屆的基測或是會考題，同一個核心概念重複出現，只是改成不同的表徵，可能為文字、文本、圖形、

表格等等不同的表徵方式；另外一方面是同一個圖形，可是會改成類似圖形或是搭配不同的試題。即是表徵

形式不同，可是都不會脫離核心概念。以下以「同一概念 +不同表徵」；「同一表徵 +不同試題」等兩種方

式進行說明。

1同一概念 +不同表徵

95年第一次基測第 34題

101年第一次基測第 18題

4

16.   某健康受試者在空腹8小時後，喝下一杯高濃度的葡萄糖液，

並且每隔半小時接受血糖濃度的測量，其結果如表(二)
所示。下列有關在不同時間範圍造成血糖濃度變化的可

能原因，何者最合理？

(A) 在 0 至 30 分之間，胰島素分泌量持續減少

(B) 在 0 至 60 分之間，澱粉被分解成葡萄糖

(C) 在 60 至 90 分之間，腎上腺素分泌量持續增加

(D) 在 60 至 120 分之間，葡萄糖轉變成肝糖儲存

17.  阿志使用不同儀器，分別量測或計算出某長方體金屬塊的質量、溫度、表面積、

體積與比熱，並將所得的數據寫在筆記本上，如圖(九)所示。若他要計算此

金屬塊的密度，需要運用到筆記本上的哪些數據？

(A) 20.0 cm3 和 158.0 g
(B) 158.0 g 和 48.0 cm2

(C) 0.113 cal/g．∘C�和 25.0∘C
(D) 0.113 cal/g．∘C 和 20.0 cm3

18.  醫護人員在幫阿傑抽血前，先用橡皮軟管綁住他的手臂上端，如圖(十)所示。

此時，橡皮軟管與手掌之間的部分靜脈會因此浮現而利於抽血，有關此時靜脈浮現

的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最合理？

(A) 血液流向手掌的途徑受阻，使靜脈血量增多

(B) 血液流向手掌的途徑受阻，使靜脈血量減少

(C) 血液流向心臟的途徑受阻，使靜脈血量增多

(D) 血液流向心臟的途徑受阻，使靜脈血量減少

19.  茶多酚為茶葉含有的成分之一，許多醫學實驗已證明茶多酚具有抗氧化功能，

可以和造成人體細胞氧化、老化的物質發生反應。茶多酚在上述功能上扮演

何種角色？

(A) 還原劑               (B) 氧化劑                (C) 催化劑               (D) 酸鹼指示劑

20.  在一個真空的密閉容器中放入甲、乙、丙、丁四種物質，於適當的條件下使其

充分反應，經過一段時間後，測得相關資料如表(三)所示。關於此反應的敘

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反應後，甲的質量為 1 公克

(B) 乙和丁的質量變化量之比為 3 ： 4
(C) 甲和丁可能是此化學反應的反應物

(D) 乙和丙可能是此化學反應的生成物

圖(九)

圖(十)

表(三)

表(二)

表徵不同

核心概念相同。

測驗核心概念 :
動脈離心

靜脈回心

生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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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表徵 +不同試題

103年會考自然科第 4題

1
請翻頁繼續作答

1.   表(一)為甲、乙、丙、丁四座城市未來 24 小時的降雨機率預報。根據預報中的

降雨機率推測，下列有關各地未來 24 小時內預期降雨情形的敘述，何者最合理？

(A)下雨時間最長的為甲城市

(B)丁城市比乙城市更有機會出現降雨

(C)丙城市晴天的時間必大於 4.8 小時

(D)降雨量多寡關係應為甲＞丁＞乙＞丙

2.   阿達發現生活於數百萬年前的原始人類遺跡，其中包含殘缺不全的原始人類骨骼化

石，還有用恐龍牙齒化石和象牙所做成的裝飾品。若已知象牙是新生代的大象象

牙，則下列對此地原始人類、恐龍、大象之間關係的敘述，何者最合理？

(A)恐龍與大象曾經生活在同一年代

(B)恐龍是因為原始人類的活動而滅絕

(C)原始人類曾經獵捕恐龍以及大象為食

(D)原始人類撿到在地層中的恐龍牙齒化石

3.   如圖(一)所示，在一面鉛直立著的平面鏡左方水平放置一個九格的棋盤，平面鏡

右方表示鏡中所成的像，將一顆棋子「  」由圖中甲處移至乙處，則平面鏡中

所顯示的棋子「  」，其移動的路徑為下列何者？
(A) P  → S
(B) Q → R
(C) S  → P
(D) R → Q

4.   若海洋中的食物鏈為：矽藻→浮游動物→小魚→大魚，根據生物所含能量的關

係繪製成的金字塔，如圖(二)所示，則圖中的乙最可能為此食物鏈中的何者？

(A)矽藻             
(B)浮游動物

(C)小魚             
(D)大魚

5.   小玫聽到電話鈴聲後，趕緊拿起話筒接聽且回答。與上述過程相關的神經系統

運作之敘述，下列何者最合理？

(A)聽到鈴聲的感覺由耳朵產生             (B)回答的語句由腦幹產生

(C)拿起話筒的速度由脊髓決定             (D)是否接聽電話由大腦決定

表(一)

圖(一)

圖(二)

109國中會考補考自然科第 3題

1

1. 圖(一)中的試紙一般是用於下列何種目的？

(A)檢測物質中是否含水

(B)檢測物質對氧的活性

(C)檢測水溶液的熔沸點

(D)檢測水溶液的酸鹼性

2.  取適量的某固體物質置入空茶壺中，蓋上壺蓋，掀開壺嘴蓋，一小段時間

後，固體消失轉變為氣體。取此茶壺以壺嘴對著燃燒的蠟燭火焰，倒出壺內

的氣體，可使火焰熄滅，如圖(二)所示。關於置入空茶壺內的固體物質所發生的

現象，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乾冰熔化

(B)乾冰昇華

(C)冰塊熔化

(D)冰塊汽化

3.  將含有生產者及消費者的某一沙漠生態系食物鏈，依生物所含能量

多寡的關係，繪製成能量金字塔，如圖(三)所示。有關圖中甲、乙

及丙階層內大部分生物可進行的生理作用，下列敘述何者最合理？

(A)可行呼吸作用僅有甲

(B)可行呼吸作用僅有甲、乙

(C)可行光合作用僅有丙

(D)可行光合作用僅有甲、乙

4.  阿儒將一片落地生根的葉片切成大小不同的兩

片，分別進行培養。經一段時間後，各自長出

一些小芽，如圖(四)所示。有關長出兩小芽的

過程中細胞所進行的分裂名稱及此分裂的相關

敘述，下列何者最合理？

(A)均為減數分裂，且分裂過程中經一次染色體複製

(B)均為減數分裂，且分裂過程中出現兩次連續分裂

(C)均為細胞分裂，且分裂過程中經一次染色體複製

(D)均為細胞分裂，且分裂過程中出現兩次連續分裂

圖(三)

圖(四)

圖(一)

圖(二)

表徵相似

核心概念相同

1
請翻頁繼續作答

1.   表(一)為甲、乙、丙、丁四座城市未來 24 小時的降雨機率預報。根據預報中的

降雨機率推測，下列有關各地未來 24 小時內預期降雨情形的敘述，何者最合理？

(A)下雨時間最長的為甲城市

(B)丁城市比乙城市更有機會出現降雨

(C)丙城市晴天的時間必大於 4.8 小時

(D)降雨量多寡關係應為甲＞丁＞乙＞丙

2.   阿達發現生活於數百萬年前的原始人類遺跡，其中包含殘缺不全的原始人類骨骼化

石，還有用恐龍牙齒化石和象牙所做成的裝飾品。若已知象牙是新生代的大象象

牙，則下列對此地原始人類、恐龍、大象之間關係的敘述，何者最合理？

(A)恐龍與大象曾經生活在同一年代

(B)恐龍是因為原始人類的活動而滅絕

(C)原始人類曾經獵捕恐龍以及大象為食

(D)原始人類撿到在地層中的恐龍牙齒化石

3.   如圖(一)所示，在一面鉛直立著的平面鏡左方水平放置一個九格的棋盤，平面鏡

右方表示鏡中所成的像，將一顆棋子「  」由圖中甲處移至乙處，則平面鏡中

所顯示的棋子「  」，其移動的路徑為下列何者？
(A) P  → S
(B) Q → R
(C) S  → P
(D) R → Q

4.   若海洋中的食物鏈為：矽藻→浮游動物→小魚→大魚，根據生物所含能量的關

係繪製成的金字塔，如圖(二)所示，則圖中的乙最可能為此食物鏈中的何者？

(A)矽藻             
(B)浮游動物

(C)小魚             
(D)大魚

5.   小玫聽到電話鈴聲後，趕緊拿起話筒接聽且回答。與上述過程相關的神經系統

運作之敘述，下列何者最合理？

(A)聽到鈴聲的感覺由耳朵產生             (B)回答的語句由腦幹產生

(C)拿起話筒的速度由脊髓決定             (D)是否接聽電話由大腦決定

表(一)

圖(一)

圖(二)

核心概念

˙生態系能量塔
˙單向傳遞 :丁 ▲  丙 ▲  乙 ▲  甲

˙越底層能量越大
˙最底層為生產者 (大都行光
合作用 )；最高層為高級消費者

˙各階層生物皆進行呼吸作用

會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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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學與學習的建議　

筆者針對已做完的分析和討論，對於教學者和學習者提出相關建議：

1練習考古題

考古題的練習是每個教學者和學習者都必經的階段，除了可以練習解題之外，同時也可以察知試題的出

題方式。

2實驗操作與概念應用

探究與實作是 12年國教自然領域的重點，所以實驗的操作是非常重要的。教學者應落實實驗課以及設

計具有探究意味活動，嘗試讓學生以科學方法進行結論。而在學習者方面，應思考實驗的步驟意義，同時思

考如何將實驗中習得的概念與操作技巧應用到生活之中。

3分析每一題所測驗的核心概念，進行新試題聯想

教學者和學習者應試著分析每一題背後的測驗核心概念為何？這些核心概念如何以不同的表徵方式出

現，了解每一題測驗的背後目的，才能夠知己知彼。甚至建議教學者和學習者可以利用核心概念進行新題目

的發展，以「同一概念 +不同表徵」；「同一表徵 +不同試題」等兩種方式進行聯想。

謝謝各位讀者的閱讀，寫至此仍覺倉促不足，還望各位讀者給予建議，再次感謝妳 /你的閱讀。

生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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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108課綱中在「學習重點」中提到，除了我們熟悉的「學習內容」中科學認知外，我們強調了以往在教

學中被忽略的「學習表現」中的探究能力，其主要區分為「思考智能」和「問題解決」兩大區塊。如何將探

究能力融入會考四選一的選擇題模式，這將是一個偉大且具有挑戰性的工程。

觀察及推理過程～運用思考的部分

動手及討論過程～運用技能的部分

學習表現

探究
能力

思考智能 t
thinking ability

想像創造 i

觀察與定題 o

推理論證 r

計劃與執行 p

批判思想 c

分析與發現 a

建立模型 m

討論與傳達 d

問題解決 p
problem solving

會考如何評量出探究能力

臺北市立蘭雅國中數理資優班 郭青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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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發現 pa 能分析歸納實驗數據，獲取因果關係。

計劃與執行 pe
能辨明多個自變項、應變項並計劃適當次數的測試、

預測活動的可能結果關係。

〉　如何將科學探究能力融入會考評量試題中　

我們看到 110會考第 7題，看起來應該是屬於生物領域的題目，但卻不牽扯到任何生物的學習內容，這

就是一題非常標準評量學習表現中「探究能力」的題目。我們帶學生做實驗時，訓練學生研究方法的過程中，

要指導學生分辨各項變因，我們如何在題目中評量這個觀念，以下這題做了一個完整的示範。

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7題

這個題目就是評量學生對分析歸納實驗數據，獲取因果關係的能力，也就是「分析與發現 pa」，完全與

學習內容無關。如果我們將題目修改成判斷甲、乙這兩組實驗的變因之間的關係與結果，或甲、丙這兩組實

驗的變因之間的關係與結果，就可以多了測驗能辨明多個自變項、應變項並計劃適當次數的測試、預測活動

的可能結果關係，也就是「計劃與執行 pe」。

生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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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來討論 110會考第 48、49題，由實驗數據呈現出藥物使用對生物的影響，透過題目讓學生

學習實驗設計與數據分析，除了實驗結果之外，也在 49題中要學生做出數據的分析，來了解數據背後所代表

的意義，要將學習內容與日常生活做連結，並且學會如何設計實驗以解決問題，以下題目做了完整的示範。

12
請翻頁繼續作答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6～47題

46. 根據本文，「柔珠」屬於下列何種物質？

(A)天然聚合物 (B)合成聚合物 (C)碳水化合物 (D)無機化合物

47. 下列物質(單個)的粒子大小比較，何者正確？

(A)碳原子＜乙烯＜柔珠 (B)柔珠＜碳原子＜乙烯

(C)乙烯＜柔珠＜碳原子 (D)乙烯＜碳原子＜柔珠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8～49題

48. 根據此表分析，下列何種結論最合理？

(A) X牌殺蟲劑撲殺甲蚊的效果較乙蚊好

(B) Y牌殺蟲劑撲殺甲蚊的效果較乙蚊好

(C)若要撲殺甲蚊，選擇X牌殺蟲劑較Y牌殺蟲劑有效

(D)若要撲殺乙蚊，選擇Y牌殺蟲劑較X牌殺蟲劑有效

49. 依天擇說解釋這些蚊子得以存活的理由，下列何者最合理？

(A)殺蟲劑會促使少數蚊子突變為不同的物種

(B)殺蟲劑刺激蚊子，導致少數蚊子本身產生了抵抗力

(C)蚊子族群中有個體的變異，因此少數蚊子原本就具有抵抗力

(D)少數蚊子因沒有接觸到殺蟲劑，得以產生具有抵抗力的子代

　　市面上多款強調去角質、深層清潔的柔珠洗面乳，內含的「柔珠」就是塑

膠微粒。這些微粒的主要材質是聚乙烯，顆粒直徑大小為0.01 mm～1.0 mm，使

用後會經由汙水處理系統進入河川與海洋。

　　國際期刊文獻提及，這些塑膠微粒會吸附數種有機汙染物，且可能在海洋

中經由浮游生物的攝食，進入食物鏈而危及生態，因此許多地區開始立法禁用

塑膠微粒。

小榮為了研究X牌、Y牌殺蟲劑對不同種類蚊子存活數量的影響。他先

把甲、乙兩種蚊子都分成兩組，並放置在四個相同的封閉環境中，每種蚊子

分別噴灑X牌或Y牌殺蟲劑，之後記錄存活蚊子的數量，存活的這些蚊子還會

再繁殖，因此每隔一個月都重新噴灑一次殺蟲劑並記錄，三次的實驗結果如

表(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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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X�

Y�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5

80

25

30

143

406

57

62

705

2404

109

128

表(十)


聚乙烯由乙烯(C2H4)聚合而成

110 年會考自然科第 48、49題

分析與發現 pa 能分析歸納實驗結果及數據，獲取因果關係。

生殖與遺傳 Ga-IV-4 遺傳物質會發生變異，其變異可能造成性狀的改變。 

會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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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會考分析 　

我們會發現 110年會考中，生物考題大概有 14題，有圖或表及圖表皆有的推論的題目就佔 8題以上，

命題趨勢生物和理化大致上相同，圖表題及生活經驗情境題大幅增加，就算單純只有文字敘述，文字的閱讀

量也是偏多的，十分重視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且偏重與真實生活中現象做連結，學習內容主是往概念方向

來命題，命題的主要趨勢主要落在測驗學生的探究能力，也就是想要了解學生學習表現的素養是否到位。

我們也可以藉由全國通過率跟自己學校通過率來比對，提供老師足夠資訊來找出學生的迷思概念及了解

學生的閱讀素養能力。生物的圖表類型大多可以分為：生物構造圖、實驗數據圖、概念示意圖，帶領學生提

升圖形轉釋能力，是未來我們可以努力的目標。再來是要整合不同單元裡的相同觀念，例如：可以將生物分

為五界，他們的細胞結構有何異同，如細胞壁的有無或是成分的差別，或是其在生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抓住整個大觀念並讓學生了解例外，就是老師可以幫助學生掌握的部分。

最後是關心生活上的時事新聞，如：最近 Covid-19的病毒的結構、寄生方式、尺度可以用什麼顯微鏡觀

察。此類題目的敘述也會較多，學生需要透過閱讀素養分析重點，通常此類型的題目會出現在題組題，且會

跨領域與理化、地科結合。了解重點概念並搭配推理論證是掌握生物科會考試題的重點關鍵。

所以，從歷屆會考試題單元來分析，我們發現同學答對率較低的單元，通常為為遺傳與分類。而植物運

輸單元中維管束構造與運輸方向及動物運輸單元的循環路徑出題率出較高。至於該怎麼複習，可用看圖型寫

出自己記得的觀念，然後再翻課本看自己缺了什麼或是錯了什麼概念，最後再多看點歷屆會考試題，就可以

事半功倍了。

生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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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加強會考　

素養導向試題要測驗學生什麼？會考自然科持續增加生活化試題比例，且重視實驗過程及技能應用，計

算題大幅減少，零碎知識也逐漸不是考題的重點。 

自然科試題強調實驗過程及技能應用，也就是能否透過實驗過程、圖表分析、圖片及資料解構，來解決

生活的問題及了解自然界的脈絡。在這次的參考試題裡可以發現類似的圖表及實驗題增加。有些題目也會融

入跨議題的報導或實驗、研究報告，考驗學生是否具備媒體識讀能力，能否快速了解題目在問什麼，並有能

力去解決問題。

110年會考自然科第 7題

譬如 110會考第 7題「銀幣

抑制細菌成長問題」，本題選用

媒體報導的內容進行改寫，培養

學生對於科學新知應保持懷疑的

態度，藉由實驗條件的設計，分

析結果並推理驗證，將此融入新

課綱的命題中。

學科基本素養題
學習內容

學科探究

情境題

生活實踐題
運用學科知識

解決生活問題

素養命題的類型

會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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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自然科的素養題是未來評量的一大重點，題目特色為：

以往素養題僅一、兩題，預估未來將會增加。相對的，專有名詞會減少，學生也不必再像過去得死背的

定律、 定理，反倒是要看懂題目，將題目所描述的現象連結課堂裡學到的概念來作答。

1以實作脈絡為主 2搭配圖片、圖表

及數據描述問題

3結合生活情境 4題目文字量多

翰林版第一冊備課用書 p.390 ，有一章一篇媒體識讀，列舉生活常見迷思，培養媒體識讀能力。

媒體識讀 （配合第二章）

萬能的保養品？ 市面上許多標榜可以用敷的「幹細胞保養
品」，宣稱可讓臉部疤痕癒合，甚至再生
器官等功效，你覺得是真的嗎？

 研究是否被誇大

幹細胞可以外敷嗎？而且還有直接

再生器官的神奇療效？那目前科學

遭遇的瓶頸是什麼呢？

 從對方弱點下手

說出他人可能會在意的地方而感到

不安，讓人覺得自己真的需要這個

產品。

 容易受騙的話術

「限時拍賣」強調機會少有，「特別

給你」托高對方的尊榮感，讓人覺得

開心，但也容易被乘虛而入。

你知道幹細胞嗎？

幹細胞真的很厲害，之前有人手指被切

斷，塗幹細胞後直接長出皮膚、肌肉等

器官，手指就再生了！像你臉上有疤

痕，敷幹細胞一定可以消除。

我手邊剛好有傳說的「塗必好」幹細胞

保養系列產品，這次廠商有限時拍賣，

促銷降價1萬元，你是我的好麻吉，再
降5000元，特別留給你的呢！要嗎? 

知道啊，是一種可以轉變成很

多不同形態和功能的細胞。

原來我的疤有那麼明顯喔？那個很貴吧……

你人太好了！趕快幫我下訂！

12:00

注意1

注意2

注意3

市面上藏著許多誇大不實的保養、保健食品，可先上食藥署查詢是否
為真，並小心是否受話術影響，而掉入詐騙陷阱。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解開迷思。（勾勾看、填填看）

器官是由不同組織共同形成，以行使特定的功

能。皮膚包含表皮組織、真皮組織與皮下組織，

以行使保護等功能，因此皮膚　 　是　 　不是器

官；肌肉則可表示細胞或組織，如手的肌肉細

胞，組成肌肉組織，再組成手掌，以行使抓握物

品的功能，因此肌肉　 　是�　 　不是器官。

細胞對環境的要求非常嚴格，例如：細胞

需於生理食鹽水中，使進水量          出水量

（>、=、<），以維持細胞的形狀，並需持

續給予養分、供應合適氣體等多種複雜的條

件，標榜幹細胞能作用的保養品　 　可以�

　 　無法達成此條件。

釐清1 釐清2皮膚和肌肉是器官嗎？ 幹細胞可以外敷？

限時下殺5萬元！

1塗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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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識讀 （配合第四章）

有人說，喝酒不會傷身體，反而可
以保護心臟與血管？這是真的嗎？

喝酒遠離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常因無明顯徵兆而被忽視，但其對身體的

傷害常會快速致人於死，因此長居全球十大死因的榜

首。您身邊的人是否有以下常見的疾病？

近期研究指出，有喝酒

的人，其罹患心血管疾

病的風險低於沒喝酒的

人，顯示喝酒對心血管

只有益處，沒有壞處！

另外，酒精在體外能夠有效殺死病原菌，因此喝酒還

能提升身體的免疫力，喝酒有如此多的好處，趕快分

享給親朋好友知道！

 舉常見例子增加可信度

以身邊常有且大家熟知的心血管

疾病作為實例，增加說服力。

 斷章取義的數據？

查詢資料來源，以下才是報告的

真實數據，廣告中只截取了一小

部分。

簡單明瞭的圖表讓人一看就能掌握數字變化，但需留意是否為片面的
資訊，避免導致錯誤的解讀。

讓我們根據本章所學來釐清觀念。（填填看）

請重新檢視真實數據，你會如何解讀？

 每天喝　　　　克的酒，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最

低；每天喝　　　　克到　　　　克的酒，與沒喝酒

的人有相同的心血管疾病風險，若超過此量，罹患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便會增高而對身體有害。

（報告補充說明：雖然具有罹患心血管疾病風險較低的每日飲

酒量，卻可能會增加罹患癌症與發生事故的風險，而提升整體

死亡率）

人體有三道防線，依序為　　　　與

黏膜、發炎反應與專一性防禦，一般

來說，提升免疫力是指提升　　　　

球對抗與清除病原菌的能力，而酒精

沒有直接提升免疫力的作用。目前研

究顯示，攝取均衡營養與規律適度運

動，是提升免疫力的最佳方式。

釐清1 釐清2喝酒只有益處沒有壞處？ 提升人體的免疫力？

注意1

注意2

高血壓

中風
動脈硬化

心臟相關疾病

1.2

1.0

0.8

0.6
20 飲酒量（克／天）

心
血
管
疾
病
風
險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酒精濫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
Alcohol–Related�Morbidity�and�Mortality

 喝酒增強免疫力？

酒精在體外常被用作防疫的消毒

劑，但在人體也有一樣的效果嗎？

注意3

0

沒喝酒
有喝酒

飲酒量（克／天）

心
血
管
疾
病
風
險

1.2
1.0
0.8
0.6 20

72 89

1.4
1.6

25 50 75 100 125 150

沒喝酒
有喝酒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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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章後，快速驗收學習成效。

以生活中常聽到的傳言，引發學生思辨。

生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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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經典實驗不遺漏！
會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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